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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中国沿海地区海洋表面高反射率和强吸收性气溶胶粒子多的特点，提出了利用卫星图像反演该

区域气溶胶光学特性的新算法。以 ＭＯＤＩＳ图像为例进行研究，首先利用气溶胶观测站对中国海岸带气溶胶

粒子的长期观测数据统计出气溶胶粒子模式；再应用线性分层离散坐标法对这些气溶胶模式计算出不同气

溶胶光学厚度和不同几何条件下的表观反射率组成的查找表；然后利用 ＭＯＤＩＳ长波段的图像和查找表完成

浑浊水域上空的大气气溶胶光学特性的反演；最后采用清洁日地基观测结果对该算法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进

行了验证。

关键词：ＭＯＤＩＳ图像；气溶胶；反演；混浊水体；海岸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海岸带气溶胶反演算法

是暗目标法和邻近像元迭代法，但是暗目标法只

适用于气溶胶为无或弱吸收性且地表为干净水体

的区域，邻近像元迭代法只适用于地表为小范围

混浊水的区域。基于卫星图像反演Ｉ类水区域上

空气溶胶特性的方法有文献［１５］提出的方法。

本文在文献［５］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沿海地区高反

射率和强吸收性气溶胶多的特点，提出了利用卫

星图像反演该地区气溶胶光学特性的新算法。

１　反演算法

１．１　反演波段的选择

大气对卫星图像的影响主要来自气溶胶粒子

和大气分子对光的散射和吸收。对于卫星遥感器

的每个通道，可以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辐射传输模型
［６］

计算出大气和气溶胶的这种影响效果。图１是在

晴天无云没有气溶胶、大气模式为美国标准大气的

情况下，利用ＭＯＤＴＲＡＮ模型模拟计算的１１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处的大气透过率和波长的关系，并同时标

出了ＭＯＤＩＳ第５～７通道的光谱响应函数。从图

１中可以看出，ＭＯＤＩＳ波段５、６和７三个波段的大

气透过率非常高，几乎没有气体吸收。

图２（ａ）是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８日渤海湾区域的

ＭＯＤＩＳ图，其中，区域１是一个典型的１０像素×

１０像素的混浊水区域，区域２是一个典型的１０

像素×１０像素的Ｉ类水区域。图２（ｂ）是图２（ａ）

中两个区域内表观反射率与 ＭＯＤＩＳ前１６个波

段的中心波长的关系。由于选择的两个区域比较

靠近，故可以认为这两个区域上空的大气气溶胶

特性相同。从图２中可以得出，在 ＭＯＤＩＳ波段

５、６和７处，Ｉ类水体和混浊水体的表观反射率几

乎相同，即混浊水体和Ｉ类水体的反射率也基本

相同，且均符合暗目标的条件。

图３是在大陆气溶胶模式和不同地表反射率

下，利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型模拟计算的太阳天顶

角为３０°、观测天顶角为０°和相对方位角为６０°

时，ＭＯＤＩＳ第５通道的表观反射率与气溶胶光学

厚度的关系图。从图３可以得出，ＭＯＤＩＳ波段５

在低下垫面反射率的情况下，表观反射率对气溶

胶光学厚度比较敏感。同样，可以得到在低下垫

面反射率的情况下，ＭＯＤＩＳ第６通道、第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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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表观反射率对气溶胶光学厚度也较为敏感的 结果，但其敏感度不大［７］。

图１　透过率与波长的关系

和 ＭＯＤＩＳ波段５、６、７的

光谱响应函数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ｗｉｔｈＭＯＤＴＲＡ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ａＣｌｅａ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图２　ＭＯＤＩＳ图和图中两

区域的表观反射率和

波长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ＩＳ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

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ｔｈｔｈｅＺｏｎｅ

　 　

图３　ＭＯＤＩＳ第５通道的表观

反射率与气溶胶光学

厚度的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ｏｆ

ＭＯＤＩＳＢａｎｄ５ｗｉｔｈＡｅｒｏｓｏ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综上可知，ＭＯＤＩＳ短波红外通道（如１２４０

ｎｍ、１６４０ｎｍ和２１３０ｎｍ）的特征为：① 有较高

的大气透过率；② 混浊水体在这些波段符合暗目

标的条件；③ 对气溶胶的光学特性较为敏感，但

其敏感度不大；此外，还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识别出

云、海洋和陆地［５］。故利用 ＭＯＤＩＳ这３个短波

红外通道，可以反演出海岸带的气溶胶光学特性。

１．２　算法的物理基础

从上述分析可知，可以启用这３个通道，采用

基于暗目标查找表的方法来反演大气气溶胶光学

特性。这３个通道对气溶胶的散射特性虽然较为

敏感，但其敏感度不高，故用常规查找表方法来反

演是不可行的。故定义两个函数来反演气溶胶的

光学厚度和模式［７９］：

εｍｓ（λ１，λ２）＝ρ
ａｔｍ（λ１）－ρｒａｙ（λ１）

ρａｔｍ（λ２）－ρｒａｙ（λ２）
（１）

γｄｉｆｆ（λ１，λ２）＝γ（λ１）－γ（λ２） （２）

式中，γ（λ）＝ρ
ａｔｍ（λ）

ρｒａｙ（λ）
×１００；ρａｔｍ（λ）和ρｒａｙ（λ）分别

是波长为λ时的大气总的表观反射率和大气分子

的瑞利散射表观反射率（不含气溶胶或气溶胶光

学厚度为零）。式（１）用来反演气溶胶模式，而式

（２）用来反演气溶胶光学厚度。对于晴朗的 ＭＯ

ＤＩＳ海岸带水域地区的图像，选用第５通道和第６

通道，中心波长分别为λ１ 和λ２。用双层辐射传输

代码计算其辐射亮度［４］，并求得这两个函数随气

溶胶光学厚度变化的关系曲线［７，８］，如图４，其中

线型代表气溶胶模式。计算过程选择的气溶胶模

式是 ＭＯＤＴＲＡＮ中常用的４个与海洋有关的气

溶胶模式：海洋模式、对流层模式、沿海模式和海

上型气溶胶模式，其相对湿度为５０％、７０％、９０％

和９９％，这样就相当于有１６个气溶胶模式；大气

模式选择美国标准模式。从图４中可知，函数

εｍｓ（１２４０，１６４０）对气溶胶的模式比较敏感，而函

数γｄｉｆｆ（１２４０，１６４０）对气溶胶的光学厚度非常敏

感。因而，利用这两个函数对于假定的１６个气溶

胶模式和５个光学厚度的辐射模拟计算的函数值

和基于 ＭＯＤＩＳ图像测量的值可以反演出气溶胶

的光学特性。由于１２４０ｎｍ和１６４０ｎｍ处的分

子散射表观反射率较小，而反演中需要用到 ＭＯ

ＤＩＳ图像中的大气总的表观反射率和分子散射表

观反射率的比值，即γｄｉｆｆ（１２４０，１６４０），故对ＭＯ

ＤＩＳ第５、６通道处的图像需要较高的信噪比。该

算法主要应用了高斯去噪和降低空间分辨率的方

法来提高反演图像的信噪比。

图４　函数γｄｉｆｆ、εｍｓ随气溶胶光学厚度变化的曲线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γｄｉｆｆａｎｄεｍｓ

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１．３　算法的可行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反演气溶胶光学特性的可

行性，对于一景 ＭＯＤＩＳ图，选择两个相邻且等大

的区域（１０像素×１０像素），其中一个为Ｉ类水区

域（区域２），另一个为混浊水区域（区域１），如图

２（ａ）所示。用本文算法反演的气溶胶结果的直方

图见图５和图６。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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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利用图２（ａ）区域１反演的气溶胶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ｅｒｏｓｏ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Ｚｏｎｅ１ｏｆＦｉｇ．２（ａ）

　　　　　　　　
图６　利用图２（ａ）区域２反演的气溶胶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ｅｒｏｓｏ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Ｚｏｎｅ２ｏｆＦｉｇ．２（ａ）

　　在图５、６中，气溶胶模式１～１６按顺序分别

代表海洋模式相对湿度５０％、７０％、９０％和９９％；

对流层模式相对湿度５０％、７０％、９０％和９９％；沿

海模式相对湿度５０％、７０％、９０％和９９％；海上型

气溶胶模式相对湿度５０％、７０％、９０％和９９％。

图５（ａ）和６（ａ）分别是相对区域上气溶胶光学厚

度的像元个数直方图；图５（ｂ）、６（ｂ）分别是相对

区域上气溶胶模式的像元个数直方图。这些气溶

胶参数是用相对应区域上像元的值反演得到的，

而相对应区域———图２（ａ）的区域１和２的１０像

素×１０个像素均代表着１０ｋｍ×１０ｋｍ的范围，

故可以从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结果中选择其平

均值作为相对应区域上空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从

反演的气溶胶模式结果中选择像元出现频率最高

的模式作为相对应区域上空的气溶胶模式。在实

际的反演过程中，选择出现频率最高的模式作为

相对应区域上空的最佳气溶胶模式；而选择出现

频率次之的模式作为相对应区域上空的可能气溶

胶模式；然后再近一步反演得到气溶胶的光学厚

度。当然，如果反演区域某个气溶胶模式出现频

率非常高，那么该模式可以当作是反演区域的气

溶胶模式。例如在本文的反演案例中，第７种气

溶胶模式（相对湿度为９０％的对流层模式）和第８

种气溶胶模式（相对湿度为９９％的对流层模式）

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故这两种模式或它们的混合

模式均可以看作反演区域的气溶胶模式。另外，

第１６种气溶胶模式（相对湿度为９９％的海上型

模式）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故案例中的气溶胶粒

子最为真实的应该是对流层模式粒子中混入了少

量的海洋型气溶胶粒子。

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用于反演的两个区域

的位置比较靠近，故这两个区域上空的气溶胶光

学特性应该相同。从图５和图６中的反演结果可

以看出，本文算法对Ｉ类水区域和混浊水区域反

演出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和模式的区别非常小，因

此，用该算法来反演混浊水体上空的气溶胶光学

特性是可行的。

１．４　算法流程

选取一景分辨率为５００ｍ×５００ｍ 的 ＭＯ

ＤＩＳ图像，先用阈值法对该图像进行海洋像元提

取和分类［１０，１１］，然后进行去云处理［１２］，并用高斯

方法进行去噪，最后把该图像降低为１ｋｍ×１ｋｍ

图像，从而提高 ＭＯＤＩＳ图像的信噪比。另一方

面，用大气海洋双层离散辐射传输模式计算出所

有１６个气溶胶模式在不同几何条件下和气溶胶

光学 厚 度 下 的 表 观 反 射 率 值，形 成 查 找 表

（ＬＵＴ），用从图像中读取的每一像元的几何位置

值代 入 ＬＵＴ，并 用 插 值 法 分 别 求 出 函 数

εｍｓ（１２４０，１６４０）和γｄｉｆｆ（１２４０，１６４０）关于气溶胶

光学厚度的关系曲线。对图像中对应像元的对应

波长的表观反射率值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将得

到的函数值与用查找计算的理论函数值进行对

比，从而确定该像元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和模式。

２　误差分析

用地面同步实验测量的方法对本文算法的反

演结果进行了误差分析。先对比了２００６年５ｄ

的算法反演结果和地基反演结果，然后对此进行

了误差分析。对这５ｄ的ＭＯＤＩＳ图像，首先进行

切割，选取要研究的区域，然后按该算法的反演步

骤进行反演。在最佳气溶胶模式下，气溶胶反演

结果的平均值如表１所示。表中τ
犿（５５０ｎｍ）是

用手动太阳辐射计ＣＩＥ３１７地基同步测量反演得

到的卫星过顶前后３０ｍｉｎ内气溶胶光学厚度的

平均值；气溶胶模式是用该算法反演得到的最佳

模式和可能模式；η表示的是研究区域内最佳和

可能气溶胶模式的像元数量的比。

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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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表示的是用本文算法反演得到的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份东山岛上空的气溶胶光学厚度的平均

值、最佳气溶胶模式和可能气溶胶模式。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在最佳气溶胶模式下空基反演的气

溶胶光学厚度比地基测量的气溶胶光学厚度要大，

１２月１７日两者相差最大为０．０４，其他４ｄ两者相

差较小，均为０．０３。由于这几天的气溶胶光学厚

度较大，故可用相对误差来表示，其最大相对误差

出现在１２月１７日，为１４．３％；最小相对误差出现

在１２月２４日，为７．５％。反演的最佳的气溶胶模

式和可能的气溶胶模式均为沿海型，不同之处仅

仅是相对湿度，而且两种气溶胶模式的比值接近

１，这说明，在这５ｄ内研究区域上空的气溶胶模

式为沿海型，相对湿度为５０％～７０％。

表１　本文算法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

Ｔａｂ．１　Ｒｅａｒｔｉ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项目

日期 τ犿（５５０ｎｍ） τ狉（５５０ｎｍ） 最佳模式 可能模式 比值η

２００６１２１７ ０．２８ ０．３２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４５：２７

２００６１２１８ ０．３１ ０．３４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３９：３３

２００６１２１９ ０．２９ ０．３２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５１：２２

２００６１２２３ ０．３２ ０．３５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４７：２８

２００６１２２４ ０．４０ ０．４３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３９：３１

　　表２表示的是用本文算法反演得到的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年不同季节东山岛上空的气溶胶光学厚

度值、最佳气溶胶模式和可能气溶胶模式。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在最佳气溶胶模式下空基反演的

气溶胶光学厚度比地基测量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均

要大，两者相差最大为０．０３，相差最小值为０．０１。

由于在研究的时间内气溶胶光学厚度较大，故可

用相对误差来表示，其最大相对误差为２００５年３

月７日的１３．７％，最小相对误差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１２日的５％。此外，还可以发现冬天的气溶胶光

学厚度相对较大，而春天和秋天相对较小。在气

溶胶模式上，反演的最佳气溶胶模式和可能气溶

胶模式均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相对湿度；但不同

季节，气溶胶模式不相同。此外，除冬天反演的模

式比值都接近１外，春天（２００５年３月７日和１１

日）和秋天（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和１８日）反演的

两种气溶胶模式的比值相差较大；在相对湿度上，

春天最大，秋天次之，冬天最小。

表２　本文算法反演的气溶胶光学特性

Ｔａｂ．２　Ｒｅａｒｔｉ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项目

日期 τ犿（５５０ｎｍ） τ狉（５５０ｎｍ） 最佳模式 可能模式 比值η

２００３１２０３ ０．２５ ０．２８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３７：２９

２００３１２０４ ０．２６ ０．２８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４０：３１

２００５０３０７ ０．２２ ０．２５ 湿度９９％，海上型 湿度９０％，海上型 ４９：２０

２００５０３１１ ０．３１ ０．３４ 湿度９９％，海上型 湿度９０％，海上型 ４８：２５

２００５１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２６ 湿度９０％，对流层型 湿度７０％，对流层型 ４９：２３

２００５１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２５ 湿度９０％，对流层型 湿度７０％，对流层型 ５０：２２

２００６１２１８ ０．３１ ０．３４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３９：３３

２００６１２２３ ０．３２ ０．３５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４７：２８

２００６１２２４ ０．４０ ０．４３ 湿度５０％，沿海型 湿度７０％，沿海型 ３９：３１

３　结　语

分析实验结果可知，在光学厚度较大的情况

下，本文算法的相对误差小于１５％，说明利用本

文算法反演中国近海岸带的气溶胶光学特性是可

行的，而且精度较高。因此，本文算法的建立为今

后中国海色遥感器设置添加大于１０００ｎｍ、有高

透过率的通道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本文算法

不仅为中国海洋和风云系列卫星资料的大气校正

研究提供了相关的技术基础，还可以直接利用刚

发射的ＦＹ３卫星上的ＣＭＯＤＩＳ数据来反演海

岸带区域的气溶胶光学特性。

本文算法还有许多不足之外，如气溶胶模式

的设置比较单一；图像信噪比的提高比较困难；反

演过程计算耗时较长等。在后续的研究中，将采

用大小粒子按比例混合组成的气溶胶模式来代替

目前的固定模式；对于 ＭＯＤＩＳ短波红外处的图

像信噪比，目前仅仅采用高斯去噪的方法提高信

噪比，将采用较好的小波去噪的方法来提高信噪

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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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针对计算耗时较长的问题，可以考虑用网络并

行计算的方法来处理。如果能把本文算法开发成

为一个基于网格计算平台的气溶胶反演软件，将

对实时反演海岸带上空的气溶胶工作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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